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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上午!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"县政府办
公大楼里来了 !名农民工代表!感谢琼中有
关部门为他们讨回 "##万元血汗钱!并送上
三面锦旗#

然而就在几天前!这幢办公大楼前却是
另一番$光景%#百余名农民工集聚在这里上
访!请求琼中县委&县政府帮助他们讨回被
拖欠 !年之久的 ""$万元工资#

据了解!"##%年 &月! 海口建筑集团工
程公司与海南信邦置业公司签订协议!接手
主体工程已建了四层的琼中富豪城大酒店
项目# 当年 %月!在完成项目一期主体工程
和二期基础工程后!由于某种原因!在取得
信邦公司的同意后!海口建筑集团工程公司
退出该项目的承建#同年 '(月!海口建筑集
团工程公司向信邦公司提交项目结算书!涉
及结算工程款 &!#万元!其中包括 (!#名农

民工的工资 ""$万元# 但是!信邦公司法人
代表杨某一直逃避!不予办理验收结算并付
款# 因此!(!#名农民工一直未能拿到自己
的工资# 其间!他们曾多次到劳动监察部门
要求处理!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#

了解事情原委后!琼中县委&县政府高
度重视!要求各相关单位积极协调并妥善处
理这件事情!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# 琼中
县政法委&信访&公安&住建等相关部门积极
介入开展调解工作# 经过一天半的调解!海
南信邦置业公司同意拿出 "##万元解决农
民工工资问题!同时信邦公司与海口建筑公
司签订补充协议!按正规程序完成工程结算
并付余款#

来自四川的农民工赵维成!在领到了被
拖欠 ! 年之久的 ")! 万元工钱后! 很是激
动'$非常感谢琼中县委&县政府!想不到拖
欠了三年的工钱!一下子就解决了!你们辛
苦了(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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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与丈夫离婚!但户口没有迁出其丈夫所
在的村民小组!后来该村征地!该村组遂以
二人已离婚为由! 拒绝分给其征地补偿款#

近日!在琼海法院的努力下!这起征地补偿
款纠纷顺利执行和解#

王某与许某结婚后! 在婚姻存续期间
王某把户口迁入许某所在的村民小组# 后
二人离婚!但王某的户口并没迁出#"**!年
至 "**$ 年征地时! 王某均分得征地补偿
款# 但是 "**+年再次征地时!该村组以二

人已经离婚为由! 拒绝把所得的征地补偿
款分给王某# 经多次索要无果!王某向法院
提起诉讼#

去年 ''月!琼海法院作出判决!要求被
告向原告王某全额支付其应得的补偿款!但
被告一直未履行该生效判决#

今年 +月!王某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# 经
执行法官耐心解释! 说明虽然王某与许某已
经离婚!但只要其户口仍在该村组!就应当享
有分配权! 该村民小组负责人表示愿意与王
某达成和解!并向其支付其应得的补偿款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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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美食，别让环境倒了胃口
本报记者 => 实习生 ?0@

网友$乐在海口%近日发微博称'$去吃
了鱼煲!没有印象中那么好吃!主要是环境
不好影响胃口# %此言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
鸣# 网友们纷纷表示! 海南一些知名度颇
高&食物味道好的特色餐饮店!环境卫生颇
差!服务也不好!既影响了客人的心情!也
制约了自身的发展#

网友感受
ABCDEFGH

网友$,-./0%在品尝美食时也遭遇到
不少脏乱差# $,-./0% 说'$很多客人来海
南!除了到大酒店吃正餐外!喜欢有人带
着到大街小巷去寻找这些有浓厚地方特
色的食品# 我却常为不知把人带到哪里去
而苦恼'做得比较好吃&比较正宗的!其店
面的卫生却真是糟糕!垃圾遍地!简直无
法落脚# %

$,-./0%称'$我曾把客人带到老机场吃
后安粉和到龙华路吃抱罗粉! 那污黑的店
面!那满地的垃圾!真是令人无比尴尬# 当
时那种无地自容的情况至今历历在目'我

正如数家珍般地说出这个地方米粉如何如
何! 却忽然看到客人小心翼翼绕过地上的
垃圾而迟迟不敢落座的质疑眼神! 心中真
如打翻了五味瓶# %

$,-./0%认为!海南整体餐饮环境卫生
状况比较糟糕! 好多年前就是一个热议的
话题了# 这些年来!情况基本没有改变#

不过对于海南一些餐饮店就餐环境不
好的问题!有些网友已习以为常# 网友$痞
痞的 1-23,% 说'$吃鱼煲就是要有那种环境
啊!十三小的!你们懂的# %

记者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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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们所说的店铺究竟如何 $影响胃
口%) 连日来!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一些鱼
煲店&猪脚饭店&后安粉汤店等发现!这些
餐饮店的确普遍比较破旧&脏乱#

位于海口市文明中路& 市十三小对面
的某鱼煲店! 是一家知名度颇高的海南特
色餐饮店!能容纳 !#多桌客人# 小店没有
店名!店面很小!店内地上比较残破!给人

一种年久失修的感觉* 店内的圆形餐桌是
最简单的折叠木桌!桌面上泛着油光!店里
的凳子也是塑料凳+ 据店老板介绍!店面是
租的!开业 (#多年来从未装修过+

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家店! 客人却常常
爆满+ 记者近日在该店看到!由于人多!空
间小!店内无空调!所以店内很吵闹!客人
坐得比较拥挤!很多人吃得满身汗+

与这家鱼煲店类似! 海口市其他路段
的一些后安粉汤店"猪脚店"蟹粥店!同样
比较破旧!且脏乱问题突出!地上垃圾多"

桌面不干净+ 据了解!这些餐饮店店主普遍
舍不得投入!他们担心投入增加成本!会抬
高菜品价格!流失顾客+

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介
绍! 目前! 海南餐饮业市场准入门槛非常
低! 不少店子经营粗放! 环境卫生状况堪
忧!且缺乏管理+

网民呼吁
PQRSTUVW

除一些餐馆硬件差外!一些网友提出!

在一些装修较好的餐饮店内! 店内管理和
服务也不尽如人意+ 网友$/4356%发帖称!一
些硬件设施不错的餐厅里! 服务员服务欠
佳'不及时换骨碟*在客人未吃完时就开始
打扫"收拾东西*对客人不耐烦*上菜不专
业!洒客人一身汤+

记者近日在海口市一家牛腩店看到!

该店虽然于今年进行了装修! 店内换上了
较好的桌椅!地面铺上了地砖!墙壁粉刷一
新! 不过整个店铺依旧非常脏乱' 店铺厨
房"杂货间与餐厅不分!一箱箱的空酒瓶"

原料菜等搁在餐厅里*地上$积累%了许多
纸屑*桌上饭粒"油水等未被清理*服务员
穿着拖鞋上班等+

不过!也有网友表示'$有些餐厅里!经
过培训的小妹服务意识很强! 上次带宝宝
去吃饭!她们很热情地搬来了宝宝椅+ %但
令不少网友感到遗憾的是!据了解!由于市
场竞争激烈! 海南餐饮店为尽可能减少和
降低经营成本! 许多服务员根本未经培训
或是稍加培训就匆匆上岗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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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n" 吴某假装与苏某一起出老千打麻将!

其实事先吴某已和陈某串通勾结!以苏某出
老千为由敲诈勒索+ 日前!海口市美兰区人
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批准逮捕陈某"吴
某!以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王某"张某+

今年 +月 (&日 !陈某!c«"和吴某在
酒店休息时!提出让吴某找人出来打麻将出
老千!然后敲诈对方财物+ 吴某同意了+ 随
后!陈某找来 "名女子张某"王某及 &名男
子阿狗"阿耀"阿扣等!¬c«"合谋作案+

当晚 (7时!吴某打电话约苏某出来玩!

苏某到海口市正义路某宾馆包厢内和吴某"

张某"王某打麻将+麻将刚打完第一圈!王某
便起身翻开苏某的牌!说苏某和吴某两人合
伙出老千!并拨打电话通知已在楼下等待的

陈某+接着阿狗"阿耀等 &人就冲进包厢!以
苏某出老千为由!殴打苏某并搜走其身上约
"&##元现金和手机等物品!然后又将苏某押
到楼下的轿车上!而吴某也假装被押上在楼
下接应的陈某开的另一部轿车+

张某" 王某两人认为事发至此已经结束!

就各自回家去了!然而陈某等人押着苏某离开
后!又继续殴打苏某!并强迫其说出银行卡密
码+ 然后由吴某从苏某的银行卡上取走 +###

元!王某分得 (###元!张某分得 8##元+

案发后!苏某一直联系不上吴某!遂到
公安机关报案+ +月 "9日上午!吴某到海口
市美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投案自首+ 经审
讯!吴某对伙同陈某等人抢劫苏某的事实供
认不讳+ 8月 %日 !王某和张某分别被海口
市美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抓获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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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-.°± "今天上午 % 时 "+ 分!海口市
南宝路明都大厦一房间着火! 冒出滚滚浓
烟+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迅速出动 "个中
队"9辆消防车赶到现场!救出 "(名被困人

员+ 大火于 (个多小时后被扑灭!未造成人
员伤亡+ 一名自称是着火房间租户的符姓
男子介绍! 他在南宝电脑城做生意!"个月
前租用该房间作仓库! 主要用来储存电脑
配件等物品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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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民王先生昨天下午向海南日报记者
反映说'$西海岸慢行道是海口市一道亮丽
的风景! 但如今的西海岸慢行道路面上出
现多处破损!像得了牛皮癣一样+ %

王先生称! 西海岸慢行道紧靠海边!风
景十分美丽!自开通之日起!他每天都要到
这里来走走!心情特别愉悦+ 但是他最近发
现!原本平整的慢行道!开始出现一块一块
的破损层!铺在上面的红色塑胶涂层掉了不
少!$才用了几年啊!咋破损得这么厉害) %

今天下午!记者实地走访发现!在观海
台附近! 慢行道上铺设的红色塑胶涂层的

确出现大片脱落! 与下面的水泥层形成较
大反差! 一些正在玩滑轮的小朋友到此都
是跳跃通过或者来个$急刹车%+

据了解! 海口西海岸慢行道全长 ")&公
里!"##+年 (月间建成投入使用! 也是海口
市第一条建在西海岸海边的休闲小道!投入
使用后受到市民和轮滑爱好者的喜爱!每天
有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休闲+

$正常使用情况下!塑胶道路短时间不
应该有如此严重的破损! 估计与海边特殊
的气候!如太阳暴晒"海水侵蚀等有一定关
系!另外!个别市民的破坏性使用!如将摩
托车电动车随意开上塑胶慢行道! 甚至拖

着硬物在表层易损的慢行道上拖行等!也
都加速路面塑胶的损坏+%相关人员告诉记
者! 不同的塑胶跑道铺设! 会有不同的效
果!一般情况下!塑胶跑道用上 &年应该没
有问题!而好的塑胶跑道用上 (#年都不会
出现大的问题! 但前提是对塑胶跑道进行
定期的维护保养工作+

据其介绍! 海口西海岸景观慢行道是
一条塑胶滑轮道!建成至今!基本上没有进
行过维修和日常保养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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